
第四天 

你 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，尊榮耶和

華。(箴 3:9)  

這樣，你 的倉房，必充滿有餘，你 的酒醡，有新酒

盈溢。(箴 3:10) 

耶和華所賜的福，使人富足，並不加上憂慮。(箴

10:22) 

親愛的主耶穌， 

感謝讚美祢的慈愛，我願意以財物來尊榮祢，我

願意把所有初熟的十分之一也獻上來尊榮祢，謝

謝祢對我的供應，是祢使我蒙福，無論我的工作，我

負任何經濟憂慮重擔，因為是祢賜給我的福，祢必保

守我的所有，我謝謝祢。 

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： 

  我是大蒙祝福，大蒙恩寵的，神給我的祝福超越

金錢，他知道我一切的需要，我也必尊榮愛我的神!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第二天 

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，〔或作送禮物給別神的〕

他們的愁苦必加增。他們所澆奠的血 我 不獻

上，我 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。(詩 16:4) 

你 要記念耶和華 你 的神，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 

你 的，為要堅定他向 你 列祖起誓所立的約，像今日一

樣。(申 8:18 ) 

親愛的主耶穌， 

祢是我的主祢是我的神，祢也是我得貨財力量的源

頭，我不拜別神，不拜偶像，不迷信任何風水占卜命

理，我只信靠祢，祢必能保護我，祝福我，及供應我的

一切 ! 

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： 

  我要記念神所賜給我的所有祝福，神必堅定祂所立

的約，我單單依靠耶穌必蒙祝福，阿們! 

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第三天 

少種的少收，多種的多收，這話是真的。(林

後 9:6) 

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難，不要勉強，因為

捐得樂意的人，是神所喜愛的。(林後 9:7) 

親愛的主耶穌 ， 

謝謝你的祝福臨到每一個奉獻的人，[少種的

少收，多種的多收]，求祢保守我的心，讓我

的奉獻是甘心樂意的，不是出於勉強及懼怕，也不是

出於驕傲及貪婪，而是單單只求能討神喜悅。  

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： 

  我要領受一個甘心樂意奉獻的心，讓我的奉獻 

單單能討神喜悅。阿們!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第一天 

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 你 手裏，是應當稱

頌的。亞伯蘭就把所得的，拿出十分之一

來，給麥基洗德。(創 14:20) 

萬軍之耶和華說，你們 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，全

然送入倉庫，使我家有糧，以此試試我，是否為

你們 敞開天上的窗戶，傾福與 你們，甚至無處

可容。(瑪 3:10)  

親愛的主耶穌， 

謝謝祢從創世記到瑪拉基書都教導我們，奉

獻十分之一的真理，是祢使亞伯蘭勝過敵人

贏得勝利品，也是祢使我有賺錢的能力，我願意

把我所當納的十分一，全然奉獻在我屬靈的家，

我相信你必然為我打開傾福的天窗，使我祝福滿

滿，超過我所想所求，謝謝祢。  

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： 

  神的應許永不落空，我所奉獻擺上的，神必

然大大傾福於我，阿們!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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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圃八福 

每天禱文 

 

第八課：凡事富足 

1. 請先把整句經文慢慢的朗讀三次，讓神的話語進到

你心中。 

2. 你把自己的名字代入經文中________的位置，用信

心宣讀出來。(可多讀幾次)  

3. 請把禱文慢慢的朗讀三次，思想禱文與你的關係。 

4. 請思想經文與你的關係，並寫下你的感受。  

 

 

 

第六天 

那賜種給撒種的，賜糧給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給 你

們 種地的種子，又增添 你們 仁義的果子。(林

後 9:10) 

叫 你們 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捨，就藉著 我們 使感謝

歸於神。(林後 9:11) 

親愛的主耶穌， 

我感謝讚美你，祢給我的祝福，就是我蒙福的種

子，我要更多撒種，更多施捨，更多奉獻，更多給

予，便能夠結更多果子，謝謝祢的祝福及供應，使我凡事

富足，我將榮耀頌讚歸給你，阿們。 

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： 

  當我奉獻的時候，也是我撒種子的時候，我所撒的種

子，必能夠結果子，神必祝福我成為一個凡事富足的人，

阿們! 

 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第七天 

萬軍之耶和華說，銀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

的。(該 2:8) 

因為樹林中的百獸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。

(詩 50:10) 

親愛的主耶穌， 

求祢赦免我過去對於財富所有錯誤的觀念，以為

努力賺錢，為自己積蓄財富，是合情合理的，原

來地上所有金銀財富都是屬於祢的，因為萬有都是祢創

造屬於祢的，你是宇宙萬物的主人，我也是屬於祢的，

當我認識真理，行在真理，祢必定會賜福我，斷開我生

命一切貧窮咒詛，我把自己完全献給祢，求祢使用我一

生，來榮耀祢的名。 

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： 

    我是完全屬於耶穌基督的，我的一生必蒙祂保守及

祝福，我把自己獻給耶穌，我要活出財富的真理，我的

生命要榮耀主的名!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第五天 

有施散的，卻更增添，有吝惜過度的，反

致窮乏。(箴 11:24)  

好施捨的，必得豐裕，滋潤人的，必得滋潤。(箴

11:25)  

親愛的主耶穌， 

求你赦免我過往，我會自私，我沒有看到別

人的需要，只常常想到自己，原來吝嗇過

度，反招窮乏，在以後的日子，我的行為態度要

改變過來，我如何領受祢的祝福，我也要祝福我

身邊有需要的人，請聖靈隨時提醒我，感動我，

讓我回應神的帶領，給我樂意施捨的生命。 

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： 

  我是蒙福的人，我身邊的人也因為我而蒙

福，我越施捨，我便越蒙神祝福!  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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